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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载犔犻犇犃犚点云航带平差方法研究

王丽英１　宋伟东１

（１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测绘与地理科学学院，阜新市中华路４７号，１２３０００）

摘　要：以航带平差作为系统误差消除的关键技术，提出了基于无控制三维表面匹配的方法，并用最小高程差

（ＬＺＤ）和最小法向距离（ＬＮＤ）两种算法加以实现。实验表明，ＬＮＤ和ＬＺＤ算法的平差结果均可满足工程精

度的需求；ＬＺＤ较ＬＮＤ算法的整体计算效率偏低，但其精度较高；与商业软件ＴＭａｔｃｈ的结果相比，ＬＺＤ的

精度和其相当，且两种方式在ＴＭａｔｃｈ软件平差失败时也能成功地完成航带平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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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载ＬｉＤＡＲ系统是由 ＧＰＳ、ＩＮＳ及激光扫

描仪等多个部件组成的复杂多传感器集成系统，

其定位精度会受到来自ＧＰＳ定位、姿态、测距、系

统集成等多种误差的影响，且这些误差对激光脚

点定位结果的影响一般表现为系统性的［１，２］。由

于航高和扫描视场角的限制，机载ＬｉＤＡＲ作业

时，每条航带只能覆盖一定的地面宽度，要完成一

定的作业面积就必须飞行多条航线，而且这些航

线还必须保持一定的重叠度［３］。通常，由于误差

会导致相邻航带的同名特征间存在三维系统性的

空间偏移，这会严重影响点云数据的相对精度及

后续的数据处理。因此，要获取大范围、精度一致

的空间信息，必须保证消除不同航带间的偏移。

航带平差是目前较常见的消除系统误差的方式，

其目的在于消除航带重叠区域之间的系统性偏

移，从而生成无缝产品，为最终地理空间产品提供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３］。国内外学者对航带平差

技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４７］。本文借助匹配技术

来实现航带平差。鉴于航带平差是提高相邻航带

数据的相对精度，而非绝对精度，因而，选用了无

控制三维表面匹配技术。最小高程差（ｌｅａｓｔ犣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ＬＺＤ）算法
［９］以对应点间的高差作为

观测量，在迭代过程中，两表面沿垂向相互接近，

但垂向偏差并未考虑水平向的偏差，并忽略了其

对垂向偏差的影响，因此，两数据集间简单的垂向

偏差可能并不能代表两表面间的真实偏移量；而

两数据集间的法向偏差代表了两表面间的真实偏

移值，因此，还可考虑通过最小化两个表面的法向

距离得到两表面间的正形变换７参数，即最小法

向距离算法（ｌｅａｓｔｎｏｒｍ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ＬＮＤ）。

１　算法原理

　　ＬＺＤ算法的任务在于找到两匹配表面犛１（参

考面）和犛２（搜寻面）之间的变换７参数（３个平移

参数犜＝［犜狓，犜狔，犜狕］
Ｔ，３个旋转参数犚＝［犚狓，

犚狔，犚狕］
Ｔ和１个缩放系数犛），对犛２进行转换，使

犛２和犛１对应点之间的犣坐标差的平方和最小，其

误差方程式见文献［８］。

ＬＮＤ算法对犛２进行转换，得到犛′２，使犛′２和犛１

之间沿法向距离的平方和最小。误差方程式［８］

为：

犞犖 ＝犃犖犡犖 ＋犇０ （１）

式中，犞犖为残差向量；犇０为犛′２中一点犘″（狓′，狔′，

狕′）沿 法 向 到 犛１ 中 三 角 剖 分 的 距 离，犇０ ＝

犪·狓′犻＋犫·狔′犻＋犮′犻·狕′犻－犱／ 犪２＋犫２＋犮槡
２；犡犖

Ｔ

＝ ［Δ犜狕 Δ犜狔 Δ犜狓 Δ犚狕 Δ犚狔 Δ犚狓 Δ犛］

为估算参数的改正向量；犃犖为系数矩阵，犃犖＝

［犇
Δ犜狕

犇

Δ犜狔

犇

Δ犜狓

犇

Δ犚狕

犇

Δ犚狔

犇

Δ犚狓

犇

Δ犛
］犇

＝犛犚［狓 狔 狕］Ｔ＋犜；（狓，狔，狕）与（狓′，狔′，狕′）为同

名点且分别对应犛１、犛′２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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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算法改进

引入高斯马尔柯夫模型
［１２］，将未知转换参

数都视为基于适当的先验权计算得出的随机量，

从而可以对估算参数进行控制。引入观测方程：

犞犫 ＝犐犡＋犔犫，犘犫 （２）

式中，犐为单位矩阵；犔犫为先验的系统７参数观测

向量；犘犫为相应的先验权系数矩阵。联合式（１）和

式（２）可得最小方差无偏估计：

犡^＝－（犃
Ｔ犘犃＋犘犫）

－１（犃Ｔ犘犇０＋犘犫犔犫） （３）

式中，犘为权阵，实际计算时，取等价权珚犘代替犘。

１．２　关键技术

１．２．１　初始转换参数求解

机载ＬｉＤＡＲ数据比较特殊，其３个旋转参数

不会太大，初值可全赋为０；缩放系数基本不变，

初值可赋为１，所以问题转化成求解３个平移参

数的初值。而机载ＬｉＤＡＲ测量的垂直向相对精

度能达５ｃｍ，所以沿犣向的平移量初值赋为０。

因此，只需确定沿犡、犢 轴的平移量初值即可。本

文采用了一个基于搜索的方法，首先在犛１中基于

Ｍｏｒａｖｅｃ算子提取特征点，然后在以特征点为中

心的一定邻域范围内移动犛２，计算两者的相关系

数，当相关系数最大且大于０．９９时，即认为搜索

到一个最佳的概略匹配位置。

１．２．２　伪同名点剔除

ＬＺＤ算法取平面坐标相同的点作为同名点

（若不存在，则内插）；ＬＮＤ算法则对重叠区域内

犛２中任一点犐，依据平面坐标相同，判断其在犛１中

对应的三角面片，过犐作对应面片的垂线，垂线与

面片的交点即为同名点。上述方式建立的同名点

存在伪同名点，需剔除。其方案如下：基于统计学

原理，在每次求解过程中，对两表面对应点的高差

作统计，对应点的高差应该成近似正态分布，则最

高峰值出现的位置应该代表两个表面之间的真实

高差。偏离真实高差越远，则所含误差越大，超出

一定的限度即认为是伪同名点。

１．２．３　权值的确定

由犞Ｔ犘犞＝∑
狀

犻＝１

狆犻狏
２
犻 ＝ｍｉｎ可知，远离样本群

体的观测值对残差平方和的影响大。要使残差平

方和极小，必然会导致最小二乘估计失去了对粗

差的抵抗能力。因此，基于稳健估计理论，通过给

观测量赋予不同的权值来限制含有粗差的观测量

给匹配结果带来的不良影响。若记狑犻为权因子，

则只需用｛犘犻狑犻｝（记为等价权）代替犘犻。实验中

采用了ＴｕｒｋｅｙＭ估计、ＩＧＧＩ的等价权
［８］函数。

２　算法流程

１）预处理。机载ＬｉＤＡＲ点云数据既包括地

面点，也包括地物点。为保证平差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利用地面点完成匹配，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

滤波，分离出地面点。

２）初始转换参数求解。

３）无控制最小二乘匹配的航带平差，其程序

流程如图１所示。迭代终止条件为：① 单位权中

误差满足σ０（犻＋１）＜σ０（犻），否则停止迭代，其中，犻为

迭代次数；^σ
２
０＝（犞

Ｔ犘犞＋犞Ｔ
犫犘犫犞犫）／狉，狉＝狀－狌为多

余观测，狀为观测方程个数，狌＝７为转换参数个

数。②对应点法向距离均值珡犇满足珡犇犻＜珡犇犻－１，否

则停止迭代。其中，犻为迭代次数。

图１　程序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３　实　验

实验 平 台 配 置 如 下：ＣＰＵ 为 ＩｎｔｅｌＸｅｏｎ

Ｅ５４２０２．５０ＧＨｚ，内存３ＧＢ，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系统。

开发平台为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０８Ｃ＋＋。

实验中，算法相对高程精度指标采用 Ａｖｅｒ

ａｇｅ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ＴＭａｔｃｈ软件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ａｔｃｈ

测量得到），相对水平精度通过典型特征剖面查

看。

３．１　实验数据

实验数据由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摄影测量与

遥感所提供。犃组为城区检校后数据，由ＡＬＳ６０

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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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获取（２０１０年７月），航高１８００ｍ，４条航带，

每条航带东西向长约２ｋｍ，南北向长约１．５ｋｍ，

点云个数约５００万，点云密度１．２点／ｍ２；航向、

旁向点间距分别为０．７５ｍ、１．２ｍ。犅组是与犃

组同次获取的山区检校后数据，航高为２８００ｍ，

有４条航带，每条航道东西向长约２ｋｍ，南北向

长约２．５ｋｍ，数据量约１００Ｍｂ，点云个数约为

３００万，点云密度为０．４８点／ｍ２，航向、旁向点间

距分别为０．８ｍ、１．６ｍ。

３．２　算法改进实验

在相同实验条件下，对待求参数设置不同的

权值（（犘犫）犻犻不同），考察其算法精度。犘犫的设置基

于如下考虑：旋转角对应的权值均赋为０，认为这

些参数可以任意变化；平移参数和缩放系数较可

靠，对其进行控制，并设定其等权，且权重依次增

加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表１　犔犖犇算法中权值对参数影响

Ｔａｂ．１　犘犫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犘犫）犻犻 （犜狓，犜狔，犜狕，犛，犚狔，犚狓，犚狕） 精度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４０８２６，－０．４２２６９，－０．０４２２７，

１．０００８３，０．００１１７３，－１．３３５×１０－５，

０．０００１４０）

０．０４７４３

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４１２８１，－０．４２７６７，－０．０４０７６，

０．９９９８３１，０．００１１７３，－１．３３５×１０－５，

０．０００１４０）

０．０４７００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４３９８０，－０．４５４３９，－０．０３７１２，

０．９９９８４９，０．００１１７２，－１．３３５×１０－５，

０．０００１３９）

０．０４７２０

５０００，５０００，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４７５１７，－０．４８３０４，－０．０３０２８，

０．９９９８８１，０．００１１７２，－１．３３０×１０－５，

０．０００１４０）

０．０４６９５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４８６０１，－０．４９０６３，－０．０２６０５，

０．９９９８９９，０．００１１７２，－１．３２５×１０－５，

０．０００１４２）

０．０４６８８

　　注：实验中初始转换参数为（０．５，－０．５，０，１，０，０，０）。

　　从表１可以看出：① 当７参数权值全为０

时，估算参数与初始转换参数之间的变化幅度最

大；随着权值的增大，对应参数变化的幅度也越来

越小，因而可以通过改变权值的大小来控制估算

参数精度的目的：如果初始转换参数较精确，可赋

予较大权重（该参数基本不再发生变化）；如果较

概略，则赋予较小权重（该参数可以在一定范围内

发生改变）；如果初始转换参数权重设为０，则该

参数可以随意改变。② 对比表１中的精度可知，

通过设置合适的权重，即可提高平差精度。

３．３　算法精度实验

对相邻航带数据进行平差，定量考察算法的

相对高程精度（见表２）。相对水平精度定性查看

如封三彩图４所示。

表２　算法精度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航带 平差前 ＬＺＤ ＬＮＤ ＴＭａｔｃｈ

犃１＆２ ０．１０１８６ ０．０５１７５ ０．０５７６３ ０．０５１０１

犃２＆３ ０．１２００１ ０．０４４８５ ０．０５７４８ ０．１０５０９

犃３＆４ ０．０９８８４ ０．０４１５３ ０．０４６８８ ０．０３９９６

犅１＆２ ０．０９７５３ ０．０７５０５ ０．０８１０４ ０．０７５９３

犅２＆３ ０．０９４０６ ０．０７１７６ ０．０７５３２ ０．０７３７２

犅３＆４ ０．０９８４８ ０．０６７９５ ０．０７０３９ ０．０７６５４

　　从表２和封三彩图５可以看出：① 平差前数

据相对高程精度约为０．１ｍ，说明检校后数据相

邻航带之间仍然有高程方向的系统误差。②对比

表中２～４列可知，相对高程精度平差后较平差前

均有所提高，以城区为例，三者分别提高了约

０．０５ｍ、０．０６ｍ和０．０５ｍ，ＬＮＤ算法精度偏低；

ＬＺＤ算法精度明显优于ＬＮＤ算法，且与ＴＭａｔｃｈ

软件精度相当。③犃组平差精度高于犅 组，这是

因为随着航高的增加（１８００～２８００ｍ），安置角

误差 对 地 面 激 光 点 精 度 的 影 响 逐 渐 增 大。

④犃２＆３实验中，ＴＭａｔｃｈ软件出现了平差失败

的个例，原因如封三彩图４所示，虽然ＴＭａｔｃｈ软

件成功地消除了航带间的相对水平偏移，但是仍

然存在明显的高程方向偏移，因而导致了其平差

失败。从封三彩图５中ＬＺＤ、ＬＮＤ算法可知，两

种算法均成功消除了平差，表现出了一定的优越

性。

３．４　算法性能对比实验

以犃组数据为例，其算法性能对比见表３。

从表３可以看出，ＬＺＤ所需迭代次数更多，迭代

时间更长。ＬＺＤ算法的总体执行效率低于ＬＮＤ，

但精度较高。究其原因，ＬＺＤ算法利用内插临时

对应点的方法来避免搜索过程，其建立的对应关

系简单，且较粗略，因为两数据集间简单的垂向偏

差可能并不代表两表面间的真实偏差，因此，必须

通过多次的迭代使计算过程收敛，从而达到使两

表面越来越靠近的目的；ＬＮＤ算法建立的对应关

系代表了两表面间的真实偏差，得到了较好的对

应关系，因而迭代收敛速度很快。

表３　算法性能对比（犃组数据）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航带
ＬＮＤ ＬＺＤ

迭代次数 耗时／ｍｓ 迭代次数 耗时／ｍｓ

犃１＆２ ２ ３７２３５３ ７８ １６８４１５７

犃２＆３ ３ ３０７７９９ ９９ １７７３５８６

犃３＆４ １ ２５１０５２ ３７ ６６９７０６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无控制三维表面匹配的机载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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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Ｒ航带平差方法，并利用ＬＮＤ和ＬＺＤ算法加

以实现。基于城区、山区实测数据考察了算法的

精度及性能，ＬＮＤ和ＬＺＤ算法均可成功地实现

机载ＬｉＤＡＲ的航带平差；ＬＮＤ算法的相对高程

精度低于 ＬＺＤ 算法，而 ＬＺＤ 算法的精度和

ＴＭａｔｃｈ软件基本相当；两种算法在 ＴＭａｔｃｈ软

件平差失败的个例中也能表现出很好的性能；

ＬＺＤ算法执行效率较低，但算法精度较高。在航

带平差模型选择时，可根据实际需求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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